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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能改變事情？

尊敬的溫牧師： 

一直以來我都有祈禱習慣。最近閱讀了一些書，解釋神完全知道，甚至有能力定下將來
一切的事，便令我十分困惑。如果神已經定下未來所有的事，我們祈禱又有甚麼作用？禱告能改變將來嗎？

小婦人上

健康增長執筆構思本文時，腦海浮現兩
個奇怪的思想，首先懷疑是否選錯
題：北美教會四十年趨勢已從教會
增長到教會健康，近年更熱衷使命
教會1，還需要論健康增長嗎？身為
駐堂牧者卅五年，深深覺得健康增
長的基本需要，趨勢模式大可以高

談闊論，但在水深火熱的牧會前線，還是要踐行教會的
健康增長。另一個奇怪的感受，就是對此命題竟然若即
若離，日夜承擔教會牧職幾十年，本該最為熟悉怎樣是
教會的健康增長，有可能是太知道當中的微妙與深奧，
就實在有點不能言喻及難以俱全。

不要說到書局隨手取得論教會健康與增長的專書，
單是在本人的書架上，竟有五、六十本同類的佳作，都
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滿目琳瑯而各自表述，怪不得普
通信徒也隨口道出三五個指標，最為膾炙人口的是狄馬
可(Mark Dever)所言的「健康教會九標誌」2，其書的結
束列舉了從九十年代迄其著書之2004年止，一共有四十
本名家所寫的各種教會健康及增長秘笈3，確實令人目不
暇給，汗牛充楝的洞見下，本人嘗試以淺見來給教會踐
行者有簡易的參考，是吾多年浸淫在閱讀、思索及閱歷
後的發現。

一、量的增長
在全球趨向超級大型公司的潮流下，教會容易世俗

化，看重量的增長，所謂世俗化，淺言之皆是日日所見
所聞。難怪用了平常管理方法只看數字，故此有屬靈領
袖及信徒，一聽到量的數字，就有抗拒的反應，其實不
必如此，因為教會量的成長，是可以反映教會的質素，
問題是怎樣算是量的增長呢？當聽聞超級教會的驚人量
增，一般中小型教會又怎能類比呢？這正是普通牧者的
集體自卑感，設若我們使用美國教會生活普查的指標，
五年來崇拜人數是否超過百份之五增長作衡量，就有一
個清楚的自我評估量數了4，若增長少於百份之五屬穩定
增長，人數下滑多過百份之五則為衰退狀況，全球中外
教會都是中小型佔多數，我們絕不能少看百人之下教會
的增長，因為據統計，小型教會最能夠增長5，只在乎持
之以恆的努力。

二、質的健康
「量」固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會成長指標，卻不

應成為唯一的指標。同樣地，「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教會健康體質的指標，但卻不應成為逃避量的檢驗之
藉口6。一般教會質的內容離不開門徒訓練，領袖培訓
及海外差傳的參與，這些都反映教會素質的提升。在此
特別提出事奉人員的比例，平常都是二十比八十，就是
百份之二十會眾是事奉人員，推動百份之八十在質的培
養，若大家可以提升到三十對七十，甚至四十對六十等
等，豈不更能反映教會質素的健康，甚至全民皆兵的理
想，真的群體皆牧職？提升事奉比例的確是教會健康的
生命力，能防老並保持活力7。

三、結構健康
增長的教會不一定健康，健康的教會必然增長，健

康是一個多元因素奏效的共同結果，人的身體如是，基
督的身體亦然，誠然是聖靈運行所降下的恩典之雨。教
會歷年成長而仍能在生命歷程顯出結構健康，是一個相
當重要的關鍵，據Gary McIntosh指出茁壯成長的教會頭
廿年都沒有大問題8，否則他們就不能衝刺廿年，有了成
績的教會往往在廿多年間就出現老態，制度上有了歷史
而僵化，若非有結構的更新，教會就容易開始停滯而衰
弱9，以往成功的因素可能成為攔阻突破自己的原因，最
明顯的就是領導團隊來來去去都是原班人馬，大家想教
會保持原狀，領袖人選循環再用。惟有每年增加百份之
十的新領袖10，能有新思維產生新事工，甚至新結構的
健康元素。

四、植堂增長 
質與量共同增長配上健康有效的結構，必然會引來

教會繁殖的生命力，在此暫不論到其他地區植堂，教會
可以有週末多堂的敬拜，若能普及在原址實行，豈不更
容易見到植堂增長？那麼一個會眾應當有多大呢？史耐
達(Howard A. Snyder)與 魯尼恩(Danie l 
V. Runyon)對於教會會眾是 生命體作出非常

小婦人：

你好。願你能常常像使女仰望主母的手般常常

仰望主。

禱告必能產生改變。所以，聖經教導我們要常

常禱告，不可灰心。

在神眼中，事情是沒有現在與將來的分別。一

切的事，無論是世界局勢、個人生命歷程都是照祂

旨意所定下的，按祂的時候完成。祈禱不能搖動神

的手，亞伯拉罕為所多瑪城求神(創18章)，神沒有

攔阻，該城連十個義人也沒有。結果，天火焚城，

神的計劃無變。但，對於曾經祈求的亞伯拉罕來

說，這禱告的經歷卻是能讓他對神的認識加深，教

他能體會神的公義與憐憫。

我們常常把禱告局限於祈求中，所以有疑惑。

神既已定下計劃，何需禱告？但請留意：禱告是聖

經的吩咐 (路18:1；弗6:18)，主自己也恆常離開群

眾，獨自退到曠野，到山上去禱告神。禱告是能產

生改變，如一位聖經學者所言：「當我禱告之時，

巧合的事常會發生；當我不禱告之時，卻無巧合的

事」。可見事情的發生絕非偶然。神願意聽我們禱

告，我們若不參與其中，神縱然在工作，我們也會

懵然不知，無法經歷。反之，當我們經歷了禱告蒙

應允以後，心裡的平安、喜樂、信心就必增加。我

們的禱告也就不止於祈求，更是感謝和讚美。

小婦人，我鼓勵你存著大信心，恆切禱告。

在主禱文的首句，主教導我們像兒女般存著單純的

心去到天父跟前。兒女在父親面前，可以撒嬌，甚

至可以抱怨：摩西就曾這樣禱告 (民11:11-12)，

大衛也曾這樣。其實，你不宣之於口，神也曉得你

心中的感受。學習簡單的禱告，像子女般到神面前

傾心吐意，請祂幫助，聆聽聖靈透過聖經對你心靈

說話。你會發現自己的心意與禱告會產生改變。初

或不服、不明白、不願意，按人意、自己的看法去

求，逐步卻能體會天父的心腸，看見自己對事物觀

點的誤差，神旨意逐步的顯明，最後全然順服。禱

告讓你心意產生改變，能像馬利亞般說：「情願

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路1:38)，或像主般禱

告：「不要成就我的心意，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

22:42)。所以，我鼓勵你繼續在禱告上操練，有時

不是為了祈求，更是讓神的靈，藉著神的話語，在

你等候中，把你引到神面前，享受與祂親近，領受

祂的恩惠、憐憫，作隨時的幫助。

禱告必能產生改變，不一定是所求的事情的改

變，更是禱告者的生命，對神的認識的改變。禱告

要如點上心香，焚燒了自己，就能達到神面前。所

以，不可放棄，不要一曝十寒，恆常地與主同行。

在生活的各個環節中，隨時感恩、祈禱，你的生命

就會變得不一樣。

最後，以一首多年前曾唱過的詩歌互勉：God 
Answers Every Prayer，歌詞是：

主回答我所求，

祂有時說：「可」，有時說：「否」；

祂有時說：「去」，有時說：「留」。

照祂旨意按祂時候，主回答我所求。

主末

溫元京謹覆

(溫牧師是資深退休牧者，在加拿大和香港都有多年牧會經驗。歡迎讀者將信仰掙扎問題電郵至本刊編
輯部cccheditor@yahoo.com，問題會在本專欄中回答。)

(續底頁專題：堂會如何策劃短宣？)

王乃基

勇敢的建議。在一片追求教會人數增長的風潮中，他們
主張會眾理想人數「大約介乎一百至二百人左右，視乎
教會的環境」11，他們主張「也許教會生命的自然生態
是以小型到中型的教會為主」12，如此立論也被普遍教
會會眾數目大小所引証，據Warren Bird指出加國教會崇
拜出席過五百人已大過其他百份之九十六的教會13，如
此看來，一堂崇拜有二百人是屬理想人數，若教會在原
址增加更多約二百人的會眾，豈不是最為容易運用資源
達致植堂的增長？加拿大華人教會也正在如此的健康增
長，因為我們的兩文三語趨勢，正驅使有多堂一址的植
堂增長；原來兩文三語是有助大家踏上植堂的健康增長
之路，如Ed Stetzer所言：「並非教會大小定義健康，教
會健康才決定其大小」14。讓我們都在兩文三語教會顯
出健康增長的會眾。

（作者為亞省愛城福音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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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自然的教會發展：健全教會的八種優良特質指引》第23頁
7. Gary L. McIntosh, Taking Your Church to the Next Level  (Baker Books, 

2009), p. 82-86
8. 同上 p. 56
9. 同上 p. 109
10. 同上 p. 202
11. 史耐達(Howard A. Snyder)和魯尼恩(Daniel V. Runyon)，《解讀教

會DNA：發現基督身體的生命密碼》，紀榮智譯（台北：華神，
2005），第84頁

12.同上 第50頁
13.Warren Bird, Leadership Network，正為加拿大教會進行大型教會研

究，其通訊中提到一千人的教會只有1%。

14.Ed Stetzer, Outreach Magazine (July/August, 2014), p. 22

問：教會推動短宣事工，為教會帶來甚麼正面的影響或負面的沖擊？

答：從起初至今數年，教會整體參與短宣人數、差傳奉獻、禱告支持等都有正面增長，這正
正是在短宣事工上，生命影響生命並帶來改變的正面例子。另外，透過推動短宣事工，
亦將英文堂對宣教的火熱與中文堂籌劃短宣的經驗聯繫起來，使中、英文堂兩代弟兄姊
妹配搭合宜地為宣教同心事奉，至於負面的沖擊，暫時未有出現。不過還是有需要小心
留意的地方。當短宣事工發展興旺時，所需用的教會資源與奉獻資金也會相應提高，繼
而可能影響其他事工部門的發展。長遠而言，宣教部應保持與其他事工部門的溝通和各
項資源上的靈活協調。另外，於短宣事工上的資助增加，也不免帶來會友較多的疑問和
質詢，為保持會友對短宣事工的支持和宣教部的信任，適切地增加報告時的細節和透明
度，以及有效運用不同的溝通方法，均能有助減少會友對短宣產生誤解的機會。當然最
重要還是不斷在教會宣講教導，讓弟兄姊妹明白推行「大使命」的必
要性。

為何回教徒會如此殘酷地殺害其他回教徒？

華人國際差會總幹事梁樹榮牧師分析華人教會的宣教特點時指
出，向「骨肉之親」（華人）宣教並沒有錯，但勿忘回應大使命的
呼召，乃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由於缺乏平信徒參與長期宣教，差會
一直以來最大的挑戰是很難找到足夠的宣教士。梁牧師認為，不少
人將宣教英雄化，以為宣教乃單打獨鬥的工作，許多人自以為不能
勝任而對宣教卻步。

台下提問時，維多利亞中華循道會周群生牧師分享了羅馬尼亞
的差傳工作，他表示所屬的教會規模不大，但參加宣教後有助本教
會更新異象，反過來更能建立自身教會及促進本地傳福音事工。另
有出席者提及第二代加國華人在跨文化中成長，理應是甚具潛質的
宣教士，但他們的流失數字驚人，陳孟賢教授回應說，透過了解年
輕一代的特色，例如他們對社會公義的熱情，成為共通點，引導他
們對宣教的關心和參予。梁樹榮牧師回應說，年長信徒自己要委身
差傳，為下一代豎立榜樣。

這次兩天大會，有弟兄姊妹專程由美國跨境參加，其中一位指
出，跨文化宣教對象應包括未獲社會完全認識和接納的殘疾人士。
一名參加者余姊妹說，研討會讓她重新調整宣教心態，並立志為投
身宣教行列作好裝備。另一名參加者余弟兄說，以華語舉行的宣教
大會更有親切感，深受鼓舞，亦加深了他對宣教工場的了解。

宣教大會中有兩名弟兄姊妹委身加入宣教工場，主席陳錦華牧
師感恩之餘，亦希望明年的第二屆大會能讓更多平信徒參加及立志
委身，他說：「每一間願意委身差傳的教會，神都賜福，加入宣教
聖工的必有回報。」

(續頭版專題：第一屆大溫哥華華人宣教大會報導)

到整個教會可以一同參與。

梁：我同意。短宣隊和工場配合也有幾方面，尤其
短宣的目的是甚麼？除了協助當地教會以外還
有甚麼？其實希望短宣隊把工場的狀況帶回母
會。回到短宣有沒有效這個問題，我認為最重
要就是短宣隊有沒有做到我們要求的事工，或
者有沒有符合工場需要，命中目標，帶適當的
資源去達成工場的要求。

張：我們都接待過不少短宣隊，我也認為能夠完成委
派的工作就是有效。我們在以色列事奉，常常都
要帶弟兄姊妹到約旦河洗禮；在出去的時候，短
宣隊將會擔當聖地遊的事工，所以會特別希望短
宣隊能夠佈道，因為有很多未信主的人參加。更
希望隊員有當導遊的潛質，可以帶領人群。

短宣隊來訪前，如何有效地把工場需要傳遞給
短宣隊？

梁：正如呂牧師所講，假如短宣隊能夠長期參與同
一個工場的事奉，這已經在溝通上成功了。因
為有經驗，就不必要重新去認識和學習，短宣
隊亦會和工場的人建立良好關係。建立關係對
傳福音有很大的幫助。當然，每次短宣安排都
涉及無數的電郵和電話通訊。通常一年前便開
始溝通安排，現在有Skype﹝註：網上會議及
通訊軟件﹞就更方便了。

呂：甚至會用「微信」，可以直接傳送口信，更方
便。現在智能電話流行，不但有助聯絡，還可
以很快傳送屬靈資訊。說到教會聯絡，我們
都希望每個短宣隊會有所準備，例如對工場需
要，當地一些工人的名字、工作有一定認識，
對當地的社會狀況、氣候、民生有相當的掌
握。這些能夠幫助短宣隊立刻投入工作，所以
一個熟悉工場的領隊非常重要。。

黃5

會眾參與短宣，應該抱著怎樣的心態？要作出
甚麼準備？

張：參與短宣最重要的是謙卑自己。因為參與短宣
就是去一同學習，不是用一個「我是來幫忙
的」，由上看下的態度。

黃：除了態度外，又有甚麼呢？或者從另一個角度
看，有甚麼會眾你們會不建議參加短宣呢？

張：這個要看個人狀況，首先年紀不是大問題。來
短宣的，最大年紀有八十歲；老人家傳福音，
帶領很多從安徽來的工程師都信了主。年紀小
的基本上由教會訓練過，所以都沒問題。

梁：其實亦要看工場的狀況和需要，我們不會要求
老年人去攀山涉水。或者如果有特別的病，有
特別的藥物要求，或者再加上工場狀況不佳，
可能真的有困難。這些都是要看個人的狀況，
不過有一個態度是重要的，就是不要抱著太多
假設，因為許多在北美這邊做事的方式，到了
工場就行不通；要有彈性，因為工場環境不
同。北美的教會通常都計劃非常周詳，尤其是
時間控制方面。所以有很多時候，我們都要放
下一些假設，謙卑自己，容許彈性。

呂：我認同謙卑是十分重要的，絕不能以一個強勢
的姿態去一個弱勢的群體這種態度。其次正如
梁牧師說的那樣，需要有彈性。太過堅持既有
的模式，往往帶來衝突。要有一個負擔，真心
去服侍、關心、愛、體恤當地的人，這個更能
夠讓人看到耶穌的美徳。一些的佈道訓練、團
隊配搭等都非常有幫助。最棘手就是情緒上有

問題，或者沒有彈性的人。

黃：我們在討論的時候發現：現今的短宣有一種心
態，重視從短宣得到、學習到甚麼，甚至乎過於
去服侍工場；這樣健康嗎？對他們有甚麼建議？

梁：始終宣教是去短宣的最主要目標。去當地傳福
音、建立教會一定是最首位。其他的成長、得
著一定不能是第一位。我們做這些事情就是要
去宣教，承擔大使命，如果抱著增廣見聞的心
態就是本末倒置。這是我的觀察：有很多時候
年青人出去事奉，出發點是為了自己，例如去
到工場看看當地狀況，認識一下而已；又或者
有家長希望兒女去過第三世界國家，回來後
會更懂事。但是事奉不應該用這個心態作出
發點。這些都可能發生，人帶著這些期望亦可
以，但是出發點一定要是為了事奉。

曾經出現過帶來干擾多於援助的短宣隊嗎？請
舉例。為甚麼會這樣？

呂：一些例子是因為工場跟短宣隊的期望不同，來
到的時候處處碰釘，亦帶來不少的負面情緒和
事奉的士氣問題。這些都是因為事前溝通、準
備不足。

黃：這會否為宣教士帶來不必要的困難？

梁：通常遇到有問題的情況是因為短宣隊是由不同
教會組合而成的，引致短宣隊的配搭出問題，
造成內部衝突。有時候如果衝突惡化，或者帶
隊的沒辦法解決問題，就會帶來少許干擾。

張：我遇到的情況是來事奉的人太「有性格」，會
對當地教會的安排提出要求。又有些短宣隊怕
吃不慣當地食物，帶很多食物過去，這會令到
當地的弟兄姊妹覺得很奇怪，同時亦可能會傷
害當地人的心。由此可以看見他們未能夠入鄉
隨俗，久缺一種奉獻自己的表現，沒有帶著準
備放下自己權利的心態，而要把自己的生活態
度帶到工場。

呂：另一個情況就是當短宣隊離開之後，繼續和當地
的人聯絡。這個本來是好的，但是他們沒有知會
當地同工、宣教士，這個做法有機會帶來反效
果。異地的跟進一定要透過當地同工、宣教士。
更甚者，如果當地信徒聽到有關個別宣教士的負
面信息，那就更嚴重了。所以任何進一步的聯絡
和跟進必須先與當地同工溝通。特別是有關當地
宣教士的資訊就千萬不要加插謠言，以免引起當
地宣教士和信徒的磨擦，從而挑起衝突。

梁：其實有個原則，短宣隊要非常小心：不參與當
地的是是非非、人際問題；這些應該留給當地
教會處理，自己不作批判，保持中立。短宣隊
可以作一個聆聽者，但是僅此而已。

張：有一次有一個弟兄，突然在台上教導會眾說方
言。另外又遇見過十分有恩賜的人，短時間內發

己，如果自己的恩賜並不是當地的需要，要懂得
把恩賜收起來。這就是要謙卑自己的心態。有時
候會把長宣看作含辛茹苦、長期照顧、如母親般
的角色；而短宣則擔當保姆。所以一定要清楚自
己的角色、工作，配合當地的需要，不能越位。
短宣隊要知道工場的屬靈狀況，又或者敬拜模式
等等，因為有時候可能當地教會敬拜會比較保
守，那麼短宣隊就要適應和遷就。

呂：工場的華人很多時比北美的較保守。所以做青
年事工的，有時候衣著、表達、打扮、文化等
等都可能會帶來影響。

梁：雖然我們在北美對染髮、紋身之類的潮流打扮見
怪不怪，但對保守的華僑，尤其是家長，會有
負面的印象。我們必須對當地人的文化敏感。

宣教士行政方面的擔子很重嗎？短宣隊可以做
甚麼來減輕他們的行政負擔呢？

呂：試過有短宣隊在青年營之前，提早一個月派人來
處理行政上的工作，這會帶來很多幫助。

張：如果說專業人才方面，電腦資訊和會計是非常有
幫助的。這些都是行政上比較麻煩的項目。

梁：有時候亦需要靠宣教士整理出一個個項目出來，
交給短宣隊去辦。例如電腦訓練、把詩歌分
類、專責處理家務等等。這些可以交給較小的
團隊，甚至一、兩個人的短宣來承擔。

黃：談到宣教士的支援，通常都會集中在事工上
的協助。而對宣教士的個人、屬靈生命、心
靈上的支援可能比較少。作為宣教士的你們 
會希望得到甚麼樣的個人支援？

梁：其實主要是靠母會，或者是和宣教士比較多
接觸的教會領袖有這個心腸，去關懷宣教
士。往往我們都會忽略宣教士也是一個普通
人，不是工具，他們也需要被關懷。

正在本地牧會的你們，有觀察到「教會看短
宣」與「宣教士看短宣」的一些分歧，甚至誤
解嗎？應如何避免和化解這些分歧、誤解？

張：有。有人會把短宣看作「有目的」的渡假，
當然我們宣教士不是這樣看。這其實是從北
美的風氣演變出來的。但是，短宣絕對不是
「有目的」的渡假。

梁：用一個類似的例子來說明：結婚和拍拖的分
別；它們是兩個階段，所以短宣不能代替長
宣。有些人認為，有短宣就可以了，為甚麼
要長宣呢？又或者去過短宣了，夠了。但是
短宣和長宣的委身、工作根本不同，甚至乎
兩者沒有必然的連續性。其實長宣的目的是
希望工場能夠獨立，承接大使命。我最怕看
到的情況是教會的短宣非常蓬勃但是沒有再

行前一步，承傳更多的長宣，完成大使命。

張：如果用打仗的比喻來看，短宣是打游擊，但是
要打勝仗一定要派兵駐守城池。

呂：我看到很多時候教會跟宣教士對短宣隊的期望有
所不同。宣教士就是希望短宣隊能夠幫助到自
己，但是教會就希望看到可以衡量的成效，因為
要向會眾交代，沒有浪費金錢、資源。但因著工
場在不同階段，數字未必能夠代表真實情況。

梁：因為實在有太多事情不能量化：譬如有教會領
袖一同去短宣，然後去聆聽宣教士的掙扎，幫
助宣教士釋放壓力，重新得力。

呂：反而事前的計劃更加重要。如果去關心宣教士
是這一次安排的一部分，只管去實行計劃就相
當好了，不應該單單用結果去衡量
成果。教會計劃長期的短宣策
略，或者是在招募、推廣
的時候，亦需要包括
將正確的宣教概念
灌輸予會眾。

揮一番之後離去，宣教士就
要花相當時間來收拾殘局。

黃：那麼宣教士應怎樣去發揮、
運用那些有恩賜的人呢？

呂：所有恩賜、才能都要跟當地
領袖配合。如果事工開展
了，但承接不了，可能代表
這不是適當的時候。其實要
從當地工場的得著作出發
點，配合當地領袖，不應該
要他們收拾爛攤子。

梁：要切記去短宣不是要表現自

(續頭版專題：「從宣教士角度看短宣隊貢獻」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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